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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临床研究和基础研究的不断深入ꎬ 研究者们对重症患者诊疗评价指标的认知不断提高ꎬ 发展至今ꎬ 重
症患者的治疗已然从群体化、 个体化治疗发展到器官化治疗阶段ꎬ 直接评估器官血流并以器官血流及功能改善为目标的
治疗方式越来越多地应用于重症患者临床诊治ꎮ 重症超声作为重症患者治疗的重要监测和评价方式ꎬ 在器官化治疗方面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ꎬ 不断推动着重症医生对疾病的认知和评价方式ꎮ 重症超声的应用ꎬ 革新了人们对全身氧输送的
认知ꎬ 深化了对心肺以及其他重要脏器血流动力学的理解ꎬ 同时推动了重症患者的临床诊治ꎮ 如何更好地应用重症超
声ꎬ 精细对器官血流动力学的评价ꎬ 是重症医生面临的重要问题ꎮ 本文拟从全身氧输送及器官血流评估两方面ꎬ 系统阐
述重症超声发挥的重要作用及应用方法ꎬ 以期为临床医生提供借鉴和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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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重症医学的蓬勃发展ꎬ 其研究广度和深度不
断拓展ꎬ 一方面表现为支撑重症患者治疗基础体系的
不断完善和丰富ꎬ 例如重症医学的重要横向基础包括
血流动力学治疗、 呼吸治疗 / 机械通气 / 体外 生 命 支

症超声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器官血流的评估中ꎮ

２

重症超声与心肺氧输送

持、 重症超声、 重症感染和医院感染防控、 重症镇痛

循环的目的是让器官、 组织、 细胞获取足够的氧

镇静治疗等ꎻ 另一方面则是对重症的认识深化在影响

和营养物质并带走废物ꎬ 大循环氧输送是血流动力学

着临床治疗决策的制定ꎬ 重症患者的治疗以血流动力

治疗的关键起始环节ꎬ 因此循环评估及治疗是以心肺

学治疗为代表ꎬ 甚至为核心ꎬ 已然从群体化、 个体化

为核心的全身器官结构和功能的评估ꎮ 心脏超声在重

治疗迈向器官化治疗的时代ꎬ 即以改善具体器官功能
为目的ꎬ 以导致器官功能改变的特点与原因为目标的
针对性 治 疗

[１]

ꎮ 这 两 个 方 面 相 辅 相 成ꎬ 纵 横 交 错ꎬ

共同促进着重症医学的发展与进步ꎮ

重症超声是在重症医学理论指导下ꎬ 运用超声技
术ꎬ 针对重症患者ꎬ 以问题为导向的、 多目标整合的
动态评估过程ꎬ 是确定重症治疗ꎬ 尤其是血流动力学
治疗方向及调整精细治疗的重要手段 [２] ꎮ 作为重症
医学的重要横向基础之一的重症超声ꎬ 在重症患者诊

症血流 动 力 学 的 应 用 丰 富 了 ｆｒａｎｋ￣ｓｔａｒｌｉｎｇ 曲 线 的 内
容ꎬ 随着容量的增多ꎬ 右室充盈程度的超声表现可以
分为非张力阶段、 轻度张力阶段、 明显张力阶段、 完
全张力阶段、 恃强凌弱阶段ꎬ 当发展到最后一个阶
段ꎬ 心脏输出量反而呈现下降趋势ꎬ 进一步证实了
ｆｒａｎｋ￣ｓｔａｒｌｉｎｇ 曲线不是容量反应性曲线ꎬ 过度容量负

荷会 导 致 心 输 出 量 下 降ꎬ 深 化 了 临 床 对 于 ｆｒａｎｋ￣
ｓｔａｒｌｉｎｇ 曲线的 认 知ꎮ 因 此ꎬ 重 症 超 声 的 应 用ꎬ 其 实
是在改变着血流动力学的基础理论ꎮ 同时ꎬ 重症超声

疗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ꎬ 重症超声的应用及

可以使我们对心脏前负荷、 心脏结构和功能、 心脏后

发展与血流动力学密不可分ꎬ 重症超声的进步发展也

负荷在整体上均有比较清晰的评估ꎮ 重症超声不同于

不断深化血流动力学的内涵ꎬ 推动着血流动力学的应
用发展

１

[３]

ꎮ

传统血流动力学评估手段如肺动脉漂浮导管、 ＰｉＣＣＯ
等ꎬ 重症超声可以从右心到左心全面评估心脏的结构

和功能ꎬ 为血流动力学的评估、 临床诊疗提供极具价

研究现状

值的参考指标 [５] ꎮ 本课题组前期研究发现ꎬ 超声心

伴随着针对重症患者病情干预手段及评价指标的

心肌功能障碍 [６] ꎮ 重症超声的应用已被 “ 拯救 Ｓｅｐｓｉｓ

革新ꎬ 人们对血流动力学的认识不断深入ꎮ 研究初
期ꎬ 血流动力学治疗重点在于保障大循环氧和营养物
质的输送ꎬ 通过乳酸反映全身组织无氧代谢情况ꎬ 通
过动静脉二氧化碳分压差、 上腔静脉血氧饱和度反映
大循环流量及其与灌注供需平衡关系ꎮ 但人们对重症
患者的病理生理学机制不断深入研究后发现ꎬ 组织器
官血流、 微循环灌注是上述指标所不能完全解释的情
况ꎬ 大循环指标的改善经常不能作为治疗的终点ꎬ 器
官功能的改善、 组织细胞氧输送和利用平衡是病情真
正好转的关键指标ꎬ 因此在极度渴求对器官血流直接
监测及评价的需求推动下ꎬ 重症患者的治疗ꎬ 逐渐从
群体化、 个体化治疗发展到现如今的器官化治疗ꎮ 目
前对器官血流的监测大致可分为有创和无创两种方

动图显示的心肌应变变化可能提示早期 Ｓｅｐｓｉｓ 引起的
运动” 指南推荐ꎬ 凸显了其价值和意义 [７] ꎮ

肺部损伤 的 重 症 代 表ꎬ 急 性 呼 吸 窘 迫 综 合 征

( ａｃｕｔｅ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ꎬ ＡＲＤＳ) 因 为 重
症超声的应用ꎬ 使得人们对其认识更加深入ꎮ 重症
超声能够精确评价 ＡＲＤＳ 的 病 情、 病 变 部 位、 治 疗
效果等ꎬ 研究发现 ２２％ 的 ＡＲＤＳ 患者合并 ＡＲＤＳ 相
关急性肺心病ꎬ 进一步阐述了肺脏损伤对于心脏的

作用机制和临床表现 [ ８] ꎮ 另有研究发现ꎬ 床旁重症
肺脏 超 声 可 快 速、 简 便、 准 确 地 评 价 血 管 外 肺 水
( ｅｘｔｒａ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ｌｕｎｇ ｗａｔｅｒꎬ ＥＶＬＷ) ꎬ 早期发现重症颅
脑损伤患者 ＥＶＬＷ 升高ꎬ 与预后具有相关性ꎬ 且肺
部超声检查优于床旁 Ｘ 线检查 [ ９] ꎮ

重症超声在肺部的深入使用ꎬ 促使我们从器官血

式ꎬ 对器官血流应用直接插管或者探头的有创方式ꎬ

流动力学角度提出了基于心肺器官功能的肺保护治疗

多在动物实验或外科手术中应用ꎬ 不适用于重症患者

原则ꎮ

床边监测

[４]

ꎮ 超声作为一种无创、 快速、 可重复的检

查工具广泛用于危重患者的诊疗ꎬ 在评估心肺等重要

３

重症超声与器官

脏器结构和功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ꎬ 更为关键的是ꎬ
随着超声技术的进步以及对重症超声认识的深入ꎬ 重
４６２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ꎬ ２０１９

重症超声在评估心肺以外器官血流动力学方面发

重症超声: 血流动力学的推手

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ꎮ

盈压力的耐受程度方面ꎬ 都值得应用重症超声进行深

肾脏血流动力学堪称器官血流动力学的典范ꎬ 肾
脏前向灌注降低、 回流阻力增加、 间质水肿等超过器
官自我调节功能或器官自我调节功能丧失等均可导致

肾脏器官血流减少ꎬ 导致急性肾损伤 ( ａｃｕｔｅ ｋｉｄｎｅｙ
ｉｎｊｕｒｙꎬ ＡＫＩ) 的发生 [１０] ꎮ 肾脏超声评估发现ꎬ 当中

入探寻ꎬ 最终更好地指导器官化治疗ꎮ

４

重症超声与组织灌注评估
机体血流动力学的治疗目的是保证组织、 细胞足

心静脉压自 ８ ｍｍ Ｈｇ 升高至 １６ ｍｍ Ｈｇ 时ꎬ 肾脏血流

够的灌注ꎬ 能够为细胞带去氧和营养物质、 带走废

声ꎬ 临床医生可直接评估肾脏血流灌注情况ꎬ 在器官

实现对组织灌注的直接评价ꎬ 是血流动力学认知过程

水平评价血流动力学的改变ꎬ 极大促进了器官水平病

中质的飞跃ꎮ 目前能够应用于临床的超声评价组织灌

明显减少ꎬ 肾脏阻力指数从 ０ ５ 升高至 ０ ７３ꎮ 应用超

物ꎬ 因此ꎬ 将既往已有技术以新的方式应用于临床ꎬ

情评估以及治疗措施效果的评价ꎮ 肾脏间质水肿、 囊

注方式包括超高频 / 超高帧技术、 超声弹性成像等ꎮ

通过使用超声弹性成像技术证实ꎬ 超声弹性成像技术

围为 ２ ~ ２０ ＭＨｚꎬ 超高频技术以高达 ７０ ＭＨｚ 的频率

内压升高促使了 ＡＫＩ 发生发展ꎬ 近期一项动物实验
与肾脏囊内压具有良好的相关性

[１１]

ꎮ 本课题组前期

研究发现ꎬ 使用超声获取肾脏阻力指数联合应用尿氧

分压水平改变可较好地预测感染性休克患者发生 ＡＫＩ
的风险ꎬ 对重症患者器官化治疗的评价指标进行了极
具意义的探索 [１２] ꎮ 依据以上研究结果可知ꎬ 重症超
声的应用ꎬ 推动了我们在器官血流动力学水平对肾脏
病理生理学改变的认知ꎬ 更有利于临床医生依据患者

以超高频 / 超高帧技术为例ꎬ 普通超声系统的频率范
可提供更高的分辨率ꎬ 允许分辨率低至 ３０ μｍꎬ 甚至
超过了 ＣＴ 或磁共振成像ꎻ 超高帧技术以独特的方式
展现了微循环血流状态ꎬ 可更加细腻地了解机体微循
环灌注实际情况 [１４] ꎮ

５ 超声技术进步创新促进了血流动力学
器官结构和功能评估的发展

个体化情况制定符合患者器官化治疗的方案和策略ꎮ

３Ｄ / ４Ｄ 经食道超声的使用ꎬ 在经胸心脏超声无

不同于创伤、 出血性卒中、 肿瘤压迫等原发疾病
导致的神经损伤ꎬ 重症患者的神经损伤往往是由于低

法实现的情况下ꎬ 以独特的视角呈现更为清晰的心脏

灌注、 缺氧、 缺血再灌注等导致的继发损伤ꎬ 因此ꎬ

图像ꎬ 丰富了对心脏功能的认知ꎮ 而超声造影技术可

对于神经重症患者ꎬ 应秉持保护为先、 避免继发的原

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器官血流情况ꎬ 例如肾脏超声造

则ꎮ 颅脑重症超声的应用可以让临床医生通过直接测

影通过显影的快慢及程度ꎬ 定性、 定量地评价肾皮

量视神经鞘宽度、 脑血流频谱等方式ꎬ 了解颅内压及

质、 髓质血流情况ꎬ 为建立器官导向的血流动力学治

血流情况ꎬ 并评价临床治疗效果ꎮ 在传统血流动力学
导向的神经重症治疗方面ꎬ 重症超声的使用极大丰富
了颅脑的器官导向性治疗ꎬ 促进了血流动力学在神经

疗提供了现实依据 [１５] ꎮ

６

重症超声促进血流动力学理念的进步

重症领域的发展ꎬ 丰富了我们对神经重症的认知深度
和广度 [１３] ꎮ

重症超声在评估患者消化系统血流动力学时同样

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超声的使用ꎬ 不但可直观评价腹内
重要脏器的结构ꎬ 例如胃残余量、 肝脏结构和形态、

血流动力学治疗的极大进步ꎬ 不仅体现在进入到

器官化治疗时代ꎬ 更体现在重症超声应用发展的 ４ 个
维度: 第一ꎬ “ 先瞄准ꎬ 后开枪” 的精准治疗ꎬ 过去
患者积极复苏经常缺乏具体的复苏目标ꎬ 或者目标不

肠道形态与运动ꎬ 同时可评估器官血流变化情况ꎬ 例

准确ꎬ 由于重症超声的出现与快速推广ꎬ 目前完全可

如肝动静脉、 门静脉及其分支、 肠系膜动脉血流等ꎬ

以在复苏前树立准确的目标ꎬ 并且在过程中指导程度

联合常用的临床指标ꎬ 如腹内压ꎬ 可更清晰地了解患

与方向ꎻ 第二ꎬ 血流动力学预警的理念ꎬ 在进入重症

者当下情况时腹腔脏器血流动力学状态ꎬ 有利于危重

前或仅仅出现高危因素时ꎬ 把握救治的危象可能非常

患者腹腔脏器疾病状态的评估、 临床治疗策略的制定
及治疗效果的评价ꎬ 从而推动血流动力学在腹腔器官
水平的评价和认知ꎮ

重要ꎬ 例如术后刚刚进入 ＩＣＵ 的老年患者ꎬ 运用重症
超声提前发现舒张功能减低及程度ꎬ 明确减少了未来
治疗中肺水肿的风险ꎻ 第三ꎬ 理解治疗与再损伤ꎬ 强

未来ꎬ 在器官层面许多工作需要推进ꎬ 无论从器

调保护的理念ꎬ 对于几乎所有重症干预ꎬ 治疗作用与

官血流量的自我调节能力方面ꎬ 还是从对中心静脉充

再损伤共同存在ꎬ 重症超声可以提出具体的治疗目
Ｖｏｌ １０ Ｎｏ ５ ４６３

协 和 医 学 杂 志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ｅｃｈ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ｍａｙ ｒｅｖｅａｌ ｅａｒｌｙ ｓｅｐ￣

标ꎬ 同时积极监控再损伤风险ꎬ 控制其程度ꎮ 第四ꎬ

ｓｉｓ￣ｉｎｄｕｃｅｄ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 Ｊ ]. Ｊ Ｉｎｔ Ｍｅｄ Ｒｅｓꎬ

重症超声参与重症血流动力学治疗导向的重症病因管
理ꎬ 重症超声发现感染灶的能力与速度均不可小觑ꎮ
故重症 超 声 的 发 展 极 大 促 进 了 血 流 动 力 学 理 念 的

[７]

进步ꎮ

７

[８]

着越来越广泛的应用ꎬ 不断丰富完善着血流动力学
的内涵ꎬ 推动血流动力学从心肺氧输送向器官血流
评估发展ꎬ 极大地促进了对于重症患者器官水平血

[９]

“ 先瞄准ꎬ 后开枪” 的 精 准 治 疗ꎬ 预 警 与 保 护 血 流
动力学治疗理念的出现与进步ꎬ 同时加强了血流动

[１０]

力学治疗导向的重症病因管理ꎮ 总之ꎬ 重症超声已
经成为血流动力学发展的重要抓手与推手ꎮ 伴随重
症超声技术和理念的进步ꎬ 其在重症患者血流动力

[１１]

学评估与治疗中必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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